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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6學年度畢業典禮第一場受獎暨代表名單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應中四甲 夏筱芬 學優、全勤 

2 應中四甲 徐浩芸 全勤獎(第一場) 

3 應中四甲 謝美琛 全勤獎(第一場) 

4 應中四甲 鄭如婷 畢業生授證代表 

5 應中四乙 洪家偉 成績優良(第一場) 

6 應中四乙 郭韻雅 專題研究 

7 應中四乙 洪紹軒 畢業生授證代表 

8 應中碩士班 楊彩雲 畢業生授證代表 

9 職應中碩士 黃俐穎 畢業生授證代表 

10 應中博士班 許絹惠 畢業生授證代表 

11 應日四甲 陳以彤 學優、全勤 

12 應日四甲 劉佩欣 全勤獎(第一場) 

13 應日四甲 陳思良 全勤獎(第一場) 

14 應日四甲 張承暄 全勤獎(第一場) 

15 應日四甲 陳佩宜 全勤獎(第一場) 

16 應日四甲 施柏愷 全勤獎、正冠代表 

17 應日四乙 孫希蓉 成績優良(第一場) 

18 應日四乙 潘巧棋 全勤獎(第一場) 

19 應日四乙 馮立媛 全勤獎(第一場) 

20 應日四乙 陳郁文 專題研究 

21 應日四乙 沈晏伊 畢業生授證代表 

22 應日四乙 楊涵恩 致謝詞代表 

23 應日碩士班 蔡斐蒨 畢業生授證代表 

24 華教四甲 陳文雅 學優、全勤 

25 華教四甲 楊佩媛 全勤獎(第一場) 

26 華教四甲 許之菱 
優秀義工、績優社團 

出列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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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華教四甲 周  臻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華教四甲 陳愷平 親善優秀 

28 華教四甲 楊馥榕 畢業生授證代表 

29 華教四乙 王韻堯 成績優良、全勤、正冠 

30 華教四乙 陳明萱 全勤獎(第一場) 

31 華教四乙 盧芊吟 專題特優 

32 華教四乙 高瓛翔 優秀義工 

33 華教四乙 蘇怡文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34 華教四乙 王珮璇 獻花代表(第一場) 

35 應英四甲 丁姵雯 成績優良(第一場) 

36 應英四甲 呂冠妍 優秀義工 

 應英四甲 王永晴 親善優秀 

37 應英四甲 周芳逸 畢業生授證代表 

38 應英四乙 崔博文 學優、全勤 

39 應英四乙 羅脩蓉 全勤獎(第一場) 

40 應英四乙 曾家慧 獻花代表(第一場) 

41 應英四乙 陳晴文 畢業生授證代表 

42 應英四丙 董珈均 成績優良(第一場) 

43 應英四丙 黃瀞瑩 全勤獎(第一場) 

44 應英四丙 梁軒寧 全勤獎(第一場) 

45 應英四丙 陳裕文 全勤獎(第一場) 

46 應英四丙 洪大偉 專題研究 

47 應英四丙 吳東霖 畢業生授證代表 

48 應英碩士班 黃文玲 畢業生授證代表 

49 職應英碩士 林慧君 畢業生授證代表 

50 職教研(北) 葉爾雅 畢業生授證代表 

51 職教研(桃) 黃淑萍 
畢業生授證代表 

出列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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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數媒四甲 蘇凱欣 
成績優良(第一場) 

出列受獎 

53 數媒四甲 李昕宇 全勤獎(第一場) 

54 數媒四甲 李咸德 體育特優獎 

55 數媒四甲 葉書晴 五育全能獎 

56 數媒四甲 洪曼容 畢業生授證代表 

57 數媒四乙 翁佳琤 成績優良(第一場) 

58 數媒四乙 駱瑭芸 全勤獎(第一場) 

59 數媒四乙 陳德安 全勤獎(第一場) 

60 數媒四乙 楊玉萱 專題研究 

61 數媒四乙 黃哲昦 優秀義工 

62 數媒四乙 嚴詠雪 畢業生授證代表 

63 數媒四丙 蔡詠程 成績優良(第一場) 

64 數媒四丙 楊晉誠 畢業生授證代表 

65 數媒碩士班 陳榮星 畢業生授證代表 

66 商設四甲 陳君豪 成績優良(第一場) 

67 商設四甲 賴霈瑄 專題研究 

68 商設四甲 林詩涵 畢業生授證代表 

69 商設四乙 王舒睿 成績優良(第一場) 

70 商設四乙 賴美好 畢業生授證代表 

71 商設碩士班 林璟平 畢業生授證代表 

72 品設四甲 陳品謙 成績優良(第一場) 

73 品設四甲 吳昀蒨 全勤獎(第一場) 

74 品設四甲 鄭雅今 全勤獎(第一場) 

75 品設四甲 侯君越 全勤獎(第一場) 

76 品設四甲 林利臻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77 品設四甲 林睿恩 
專題研究 

出列受獎 

78 品設四甲 侯巧冰 畢業生授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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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品設四乙 陳薇云 成績優良(第一場) 

80 品設四乙 張筱萱 畢業生授證代表 

81 品設碩士班 呂佳穎 畢業生授證代表 

82 建築五甲 曾佳妮 成績優良(第一場) 

83 建築五甲 賴冠妤 專題研究 

84 建築五甲 劉宣伶 畢業生授證代表 

85 都防四甲 洪苑瑜 成績優良、全勤 

86 都防四甲 王琡珺 全勤獎(第一場) 

87 都防四甲 簡均容 全勤獎(第一場) 

88 都防四甲 李佩娟 全勤獎(第一場) 

89 都防四甲 張宴君 體育特優獎 

90 都防四甲 陳冠伶 專題研究 

91 都防四甲 姜英任 畢業生授證代表 

92 都防碩士班 陳建豐 畢業生授證代表 

93 生科四甲 張雅茹 
學優、全勤、績優社團、

正冠代表 

94 生科四甲 唐嘉輿 全勤獎(第一場) 

95 生科四甲 林書夷 全勤獎(第一場) 

96 生科四甲 翁欣貝 專題研究 

97 生科四乙 蔡能維 成績優良(第一場) 

98 生科四乙 葉子榕 全勤獎(第一場) 

99 生科四乙 高筱筑 全勤獎(第一場) 

100 生科四乙 張念慈 全勤獎(第一場) 

101 生科四乙 侯勝元 
畢業生授證代表 

出列受獎 

102 生科碩士班 閻璽丞 正冠、薪火相傳代表 

103 醫管四甲 鍾仁惠 
學優、全勤 

出列受獎 

104 醫管四甲 何宣儀 全勤獎(第一場) 

105 醫管四甲 劉宣玟 全勤獎(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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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醫管四甲 卓宗勳 績優社團 

107 醫管四甲 劉致良 畢業生授證代表 

108 醫管四乙 莊又融 學優、全勤 

109 醫管四乙 邱禹絜 全勤獎 

 醫管四乙 陳育琪 全勤獎 

110 醫管四乙 潘奕璇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111 醫管四乙 陳奕聞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112 醫管四乙 羅際揚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113 醫管四乙 王傳堯 薪火相傳代表 

114 醫管四乙 周承駒 專題研究 

115 醫管四乙 洪懿美 畢業生授證代表 

116 醫管碩士班 丘彥武 畢業生授證代表 

117 醫工四甲 葉  函 學優、正冠 

118 醫工四甲 陳軼陽 專題研究 

119 醫工四甲 林君佩 五育全能獎 

下頁接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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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06學年度畢業典禮第二場受獎暨代表名單 

編號 班  級 姓  名 備  註 

1 電通四甲 李浩誠 成績優良(第二場) 

2 電通四甲 葉珮玉 全勤獎(第二場) 

3 電通四甲 周郁珊 全勤獎(第二場) 

4 電通四甲 游舒晴 畢業生授證代表 

5 電通四乙 蔣藝荃 成績優良(第二場) 

6 電通四乙 廖奕閔 全勤獎、專題特優 

7 電通四乙 廖俞婷 獻花代表 

8 電通四乙 李聿辰 畢業生授證代表 

9 電通碩士班 鄭若涓 畢業生授證代表 

10 資傳四甲 鄭棕寶 成績優良(第二場) 

11 資傳四甲 吳亞芳 全勤獎(第二場) 

12 資傳四甲 林郁芸 全勤、體育特優 

13 資傳四甲 鄭琮翰 績優社團 

14 資傳四甲 謝其叡 專題研究 

15 資傳四甲 劉子豪 畢業生授證代表 

16 資傳四乙 林郁廷 成績優良(第二場) 

17 資傳四乙 顏士傑 畢業生授證代表 

18 資工四甲 閻美雅 成績優良(第二場) 

19 資工四甲 江綵璿 全勤獎(第二場) 

20 資工四甲 林俊廷 薪火相傳代表 

21 資工四甲 陳昱銓 專題研究 

22 資工四甲 吳文成 畢業生授證代表 

23 資工四乙 沈沛瑄 學優、全勤、正冠 

24 電子四甲 蘇贊文 成績優良(第二場) 

25 電子四甲 施律維 體育特優 

26 電子四甲 蔡昀晉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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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電子四甲 李芳娜 畢業生授證代表 

28 電子四乙 陳智偉 成績優良(第二場) 

29 電子四乙 郭晉憲 畢業生授證代表 

30 資管四甲 童一葉 學優、全勤 

31 資管四甲 吳亭儀 全勤獎(第二場) 

32 資管四甲 葉宇傑 畢業生授證代表 

33 資管四乙 陳尹真 學優、全勤 

34 資管四乙 呂星柔 全勤獎(第二場) 

35 資管四乙 楊壹晴 績優社團 

36 資管四乙 黎美姍 獻花代表 

37 資管四乙 江秉錚 
專題研究 

出列受獎 

38 資管四乙 謝詩涵 畢業生授證代表 

39 資管四丙 范玟瑄 學優、全勤 

40 資管四丙 張堰茹 全勤獎(第二場) 

41 資管四丙 黃世銓 體育特優 

42 資管四丙 張豐麒 體育特優、績優社團 

43 資管四丙 文耀忠 體育特優 

44 資管四丙 劉孟維 畢業生授證代表 

45 資管碩士班 鄭開元 畢業生授證代表 

46 職資管碩士班 杜凌輝 畢業生授證代表 

47 犯防四甲 曾琇鈴 
成績優良(第二場) 

出列受獎 

48 犯防四甲 林辰霙 全勤獎(第二場) 

49 犯防四甲 王慧寧 全勤獎(第二場) 

50 犯防四甲 江鳳之 專題研究、正冠 

51 犯防四乙 張倢瑀 
學優、優秀義工、 

績優社團 

52 犯防四乙 許瑋容 全勤獎(第二場) 

53 犯防四乙 吳俐穎 全勤獎(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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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犯防四乙 黃俐瑄 全勤獎(第二場) 

55 犯防四乙 楊雅雯 全勤獎(第二場) 

56 犯防四乙 邱柏賢 體育特優獎 

57 犯防四乙 游皓宇 體育特優獎 

58 犯防四乙 張瀚譽 績優社團負責人獎 

59 犯防四乙 洪曜昇 畢業生授證代表 

60 犯防碩士班 林昀璇 畢業生授證代表 

61 職犯防碩士班 鄭國良 畢業生授證代表 

62 心理四甲 葉子瑜 學優、全勤、專研 

63 心理四甲 陳一萍 全勤獎(第二場) 

64 心理四甲 徐子傑 全勤獎(第二場) 

65 心理四甲 張渼鍶 全勤獎(第二場) 

66 心理四甲 游凱任 體育特優 

67 心理四甲 莊景傑 優秀義工、正冠 

68 心理四甲 林詠晴 績優社團 

69 心理碩士班 方維真 
畢業生授證代表 

出列受獎 

70 公事四甲 陳昭瑜 學優、優秀義工、正冠 

71 公事四甲 宋海倫 全勤獎(第二場) 

72 公事四甲 許憶琳 全勤獎(第二場) 

73 公事四甲 葉姿均 全勤獎(第二場) 

74 公事四甲 陳曉萱 專題研究 

75 公事四甲 李茂瑋 體育特優 

76 公事四甲 游侑融 績優社團 

77 職公事碩士班 吳明熹 畢業生授證代表 

78 統資四甲 何宇庭 學優、全勤 

79 統資四甲 傅鈺婷 全勤獎(第二場) 

80 統資四甲 陳怡靜 全勤獎(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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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統資四甲 張晏萱 畢業生授證代表 

82 統資四乙 黃冠維 成績優良(第二場) 

83 統資四乙 張芮筑 全勤獎(第二場) 

84 統資四乙 鄭茗方 專題研究 

85 統資四乙 方安琪 畢業生授證代表 

86 統資碩士班 曾怡菁 畢業生授證代表 

87 統資碩士班 翁琬婷 薪傳代表 

88 經濟四甲 潘雯莘 
學優、全勤 

出列受獎 

89 經濟四甲 徐秉義 畢業生授證代表 

90 經濟四乙 詹捷鈞 學優、全勤 

91 經濟四乙 吳宜姍 全勤獎(第二場) 

92 經濟四乙 許凱雯 全勤、正冠 

93 經濟四乙 張巧儀 全勤獎(第二場) 

94 經濟四乙 陳鼎元 專題研究 

95 經濟碩士班 沈昱良 畢業生授證代表 

96 觀光四甲 李芯萱 成績優良(第二場) 

97 觀光四甲 黃琦云                                                                                                            全勤獎(第二場) 

98 觀光四甲 游凱茵                                                                                          全勤獎(第二場) 

99 觀光四甲 羅鈺薰                                                                                          全勤獎(第二場) 

100 觀光四甲 黃郁絜 專題研究 

101 觀光四甲 關口優希 五育全能 

102 觀光四甲 李欣儒 畢業生授證代表 

103 觀光碩士班 薛名君 畢業生授證代表 

104 休憩四甲 魏  綺 成績優良(第二場) 

105 休憩四甲 趙嬿禎 專題研究 

106 休憩四甲 羅吉賢 體育特優 

107 休憩四甲 曾弘甡 體育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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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休憩四甲 周佳儀 體育特優 

109 休憩四甲 康哲維 
五育全能 

出列受獎 

110 休憩四甲 趙翊如 五育全能 

111 休憩四甲 彭柏崴 畢業生授證代表 

112 餐旅四甲 邱稚芸 成績優良(第二場) 

113 餐旅四甲 王加安 全勤、親善優秀 

114 餐旅四甲 賴詩儒 全勤獎(第二場) 

115 餐旅四甲 許芷瑄 全勤獎(第二場) 

116 餐旅四甲 黃婉欣 專題研究 

117 餐旅四甲 林姵君 績優社團、致謝詞代表 

118 餐旅四甲 莊堡凱 畢業生授證代表 

119 資訊學程四 蔡育綺 成績優良(第二場) 

120 資訊學程四 Ronald James Adams 畢業生授證代表 

121 觀光學程四 Nayeli Garcia Cancino      成績優良(第二場) 

122 觀光學程四 湯雲驛 畢業生授證代表 

123 外交學程四 盧艾美 成績優良(第二場) 

124 外交學程四 蔡雅倫 全勤獎(第二場) 

125 外交學程四 高睿婕 
畢業生授證代表 

出列受獎 
 

 

 


